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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濟錫：冀建兩地農產品貿易新機制

貿發局籲陝企借港拓海外

浙江在港簽6楊梅項目

■香港貿
發局總裁
林天福致
歡迎辭。
李曉燕 攝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李曉燕 西安報道）由
香港貿發局、中國貿促會陝西分會、陝西省商
務廳共同主辦的「陝西—香港共同拓展國際市
場」合作論壇昨日在西安舉行，本屆論壇吸引
了來自陝西全省的 350 家企業代表參會，陝西
省副省長王莉霞參會並致辭。
香港貿易發展局總裁林天福率領該局總部及
全球 40 多個辦事處的 50 名代表共同參會。據
悉，此次論壇旨在向陝西企業推介香港的商貿
平台、國際市場的發展機遇，以及香港貿發局
的多元化服務如何協助陝西企業「走出去」拓
展海外市場，令業務更上層樓。

■浙江省農業廳廳長史濟錫。

■楊梅對接項目簽約
楊梅對接項目簽約。
。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高施倩、茅建興 報道）浙江楊梅六月紅暨名優農產品推介會昨
在港舉行，6 個楊梅對接項目在會上簽約。浙江省農業廳廳長史濟錫表示，浙江與香港
的農產品貿易發展非常迅速，2013 年農產品貿易額達到 4.9 億美元，浙港兩地將進一步
拓展農產品貿易管道，探索建立和完善兩地農產品貿易新機制。

史濟錫指出，此次推介將促進兩地農產品貿易的
發展，並給兩地的農產品、食品貿易和農業投
資合作帶來新的契機。願香港廣大果品採購商與浙
江產地加強對接合作，將浙江精品水果營銷香港和
世界各地，讓更多的消費者品嚐並分享果農的豐收
成果。

浙江「第一水果」深受喜愛
楊梅是浙江特色水果，產業覆蓋 11 個市 80 多個縣
（市、區）。2014年全省楊梅面積為 129.8萬畝，預
計 產 量 50.1 萬 噸 ， 產 值 48.3 億 元 （ 人 民 幣 ， 下
同），是浙江的「第一水果」。此次到港來推介楊

梅，主要是台州、寧波、溫州、麗水、金華的主產
區楊梅，具有廣泛的消費群體和市場影響力。
史濟錫表示，近年來，浙江省圍繞打造「精品果
業」總體目標，積極實施水果品種、品質、品牌、
主體提升工程，楊梅精品化生產配套技術，果品質
量安全技術得到進一步推廣，優質果率不斷提高，
楊梅品質持續向好，風味獨特的楊梅深受喜愛。

港商：包裝質量看齊國際
全國人大代表、剛毅(集團)有限公司主席王敏剛稱
對此次推介留下深刻印象，又指浙江楊梅的產品的
包裝、質量都很有國際標準，質量很好，與藍莓什

蘇美達輕紡進駐豫商水縣

誠懇熱情的態度所打
動。該項目是蘇美達
公司目前投資最大的
工業園項目，一期總
投資 6 億元，規劃設計
容納 4,000—5,000 人。
楊永清表示，要把河
南商水蘇美達輕紡工
■蘇美達集團副總裁、蘇美達輕紡公司董事長楊永清（前排右 業園打造成示範性項
六）一行在簽約日合影留念。
目、標桿型企業。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朱利 鄭州報道）
商水縣委書記孫敬林說，蘇美達集團是
在本報中原分社的牽線搭橋與積極幫助 世界 500 強中國機集團的骨幹企業，2012
下，「中國紡織服裝業百強」江蘇蘇美達 年底經香港《文匯報》中原分社與河南省
輕紡公司日前與河南省商水縣正式簽約。 服裝協會介紹，經過多次考察洽談終於簽
蘇美達公司將在商水縣建設蘇美達輕紡工 約。商水將以最優惠的政策、最優越的環
業園，一期總投資 6 億元(人民幣，下同)， 境、最優良的服務幫助項目早日開工、早
標誌蘇美達中西部戰略正式落戶河南。
日建設、早日投產、早日見效。

工業園項目 一期投資 6 億

居中國紡織服裝業前 18 強

蘇美達集團副總裁、輕紡公司董事長楊
永清介紹說，近兩三年，蘇美達集團大力
實施中西部戰略轉移，在鄭州設立了辦事
處，並積極尋找大型生產基地的選址，經
過多省份、多地區的考察，被商水縣委、
縣政府精心細緻、富有成效的招商工作和

2013 年，蘇美達集團總收入 411 億元，
進出口 33 億美元，其中蘇美達輕紡公司實
現出口達 4.98 億美元，國內銷售收入 7 億
元人民幣，在全國 8 萬家紡織服裝出口企
業百強排行榜上位居前 18 強，江蘇省第 2
位，南京市第1位。

麼的比較一下，浙江楊梅一點也不遜色，還有自己
特色味道，一定會在香港打開市場。
全國政協委員、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會長李德
麟說，楊梅最大的問題是保鮮、保存比較難、時間比
較短，如果時間能適當延長，可把楊梅推介到全世
界。很多浙江籍香港人都知道楊梅，也都很喜歡楊
梅。「香港兩小時航程，當天就可以到港，香港是潛
在市場，大有前途。」海外入口果菜商會會長吳永恩
認為，浙江楊梅在香港一定要走高檔市場路線。
香港蘭豐貿易有限公司、香港詹氏有限公司、香
港生記棧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與浙江省慈溪市春望果
蔬有限公司等6家農業企業當天還簽訂了合（協）作
意向協議。
慈溪市春望果蔬公司的負責人表示，公司楊梅已
出口 10 多年了，主要銷往法國、意大利、西班牙這
些歐洲華人比較多的市場，今年首次來香港推介，
已與有關公司達成合作，打算明年向香港出口楊
梅。

粵政府地方債利率低過預期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）作為自發自還地方債的首個
嘗鮮者，廣東省昨日招標的三期地方債利率稍低於預期，基本持平於
同期限的國債。中債發行快報顯示，廣東省當日招標的 5、7 和 10 年固
息地方債，中標利率分別為 3.84%、3.97%和 4.05%。而此前市場預測
均值為 3.87%、3.99%和 4.07%。有業界人士稱，這與此前地方政府試
點自行發債招標的情況差不多，並無實質改觀。
廣東省 148 億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政府債券將分 59.2 億元、44.4 億
元、44.4 億元三期發行，對應的債券期限為 5 年、7 年、10 年三個品
種。23 日這三期債券招標，24 日開始計息，並截至 26 日進行分銷。包
括建行、工行、農行、交行、中行、廣發銀行、中信銀行、浦發銀
行、光大銀行、招商銀行、平安銀行、華夏銀行、興業銀行、民生銀
行等 10 家銀行，以及中信證券、國海證券兩家證券公司有資格參與招
標，其中前四家銀行為此次債券主承銷商。

總裁林天福於論壇上表示，陝西經濟發展迅
速，是中國中西部地區重要的科研和高新技術
產業的重要基地，也是西北地區的商貿中心。
這些發展優勢和潛力，確實為國際網絡密集、
市場觸覺敏銳的香港商界帶來了不少投資機
會，亦為香港的科研機構和人才締造很大合作
空間。

穗上報民營銀行試點
■穗推進
多家銀行
上市。
資料圖片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古寧、實習記者 洪冰 廣州報道）廣州
市金融辦主任周建軍日前在發佈《2014 廣州金融白皮書》時
稱，將推進廣州多家銀行上市，並已在積極爭取設立民營銀行
的申報，方案已經上報國家監管部門。他續稱，目前廣州市高
度重視民營資本申報民營銀行事項，符合條件的機構爭取列入
隊伍中，爭取盡快排入全國第二批民營銀行試點的隊伍。
周建軍表示，目前廣州正全力支持區域內銀行的上市計劃，
包括廣發銀行、廣州銀行和廣州農商行在內的幾家銀行都在積
極準備，各項工作正在推進中。此外，廣州也在積極爭取民營
銀行的申報，方案已經上報國家監管部門。去年 7 月，國務院
發文支持民營資本建立民營銀行。作為內地最大的金改實驗區
廣東，此前有消息稱已申報設立民營銀行的有 3 家，該申請分
別來自廣州、深圳和揭陽。而國家公佈的首批民營銀行試點名
單中，則包括了深圳的騰訊與百業源組合。

出口浙企三成碰技術壁壘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白林淼、通訊員 劉
樂平 浙江報道）浙江出入境檢驗檢疫局近
日發佈的調查報告稱，去年，浙江有三成以
上的企業遭遇了類似的技術性貿易壁壘，造
成浙江出口貿易直接損失達37.21億美元。
此次浙江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開展的國外技
術性貿易措施對出口影響問卷調查，按照機
電儀器、化礦金屬、紡織鞋帽、農食產品、

陝西經濟發展速商機巨

木材紙張非金屬、玩具傢具和橡塑皮革等七
大行業分類，共有672家企業參與。

直接損失 37 億美元 民企佔 97%
從調查的情況看，歐盟、美國和東盟成為
技術性貿易措施重發之地。杭州地區受影響
最大，溫州、金華緊隨其後。從企業性質來
看，民營企業所受影響依然最大，民營企業

受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影響造成的直接損失
達到 36.02 億美元，佔該省受技貿壁壘影響
直接損失的96.8%。
七大行業中受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影響最
大的機電儀器行業損失達到 18.34 億美元，
佔總損失的一半。該負責人還稱，技貿措施
對浙江出口企業造成的影響在所有外部因素
中仍然位列第二。排名僅次於匯率，排在關
稅之前。去年，浙江省出口貿易直接損失達
37.21 億美元，較 2012 年的 36.08 億美元上升
了1.13億美元。

